解决方案简介

化边缘为优势
Dell Technologies 为电信业边缘打造的全面解决方案

5G 革命已经到来，以往只存在于消费者和企业美梦当中的机遇之门就此开
启。5G 网络的吞吐量高达 20 Gbs、延迟低至 1 毫秒，大大提高了用户下载和
接收数据的速度。1为了充分发挥所有 5G 服务的优势，电信业必须创建能支持
这种技术的基础架构。许多支持 5G 的服务和应用程序都需要低延迟和高性能。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电信业希望重新设计其边缘网络，以支持虚拟内容交付网络
(vCDN) 和虚拟无线访问网络 (vRAN) 等应用场景。借助这些体系结构，电信业
就能通过简化且经济高效的方式为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兑现 5G 的承诺。

电信

如今，大多数传统边缘基础架构都无法兑现 5G 的承诺。现有的电信边缘网络由
无法满足 5G 性能要求的灵活性差、不可扩展的基础架构以及高运营成本的传统
设备组成。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电信公司需要快速、灵活的解决方案，以优化边
缘性能。Dell Technologies 提供了一系列统一的边缘优化型平台，采用统一方式
部署硬件和应用程序以及管理基础架构和数据。本简介将展开介绍这些主要产品
组合，其中会特别强调全新推出的 Dell EMC PowerEdge XE2420。

45%
到 2025 年，全球预计通过 5G
网络传输的全球移动数据流量2

754.4 亿
到 2025 年，全球预计接入物
联网 (IoT) 的设备总数3

33%
可实时处理数据的公司比例

评估边缘的网络体系结构
4

在进行边缘网络设计时，电信业必须确定要在边缘的各个位置部署哪些
应用程序，以及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将边缘部署连接到中央数据中心。
这可能包括蜂窝数据、有线以太网或 WiFi。设计和评估流程应考虑以下
事项：
• 实现服务等级目标所需的网络带宽
• 在
 初始预估需要调整或网络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在体系结构中融入
可扩展性
• 有助于识别和防范违规或攻击的安全功能和监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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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电信业的边缘最佳实践
电信客户正构建依赖于边缘位置 5G 节点预期具备的本地化
计算能力和低延迟的应用程序。那么，电信提供商需要怎
样才能为这样的情况做好准备？简而言之：对边缘限制进
行了优化的基础架构。
对于寻求扩展和优化其边缘基础架构的电信公司，可以借
鉴考虑下面这些最佳实践和注意事项。
• 电
电信业希望利用
信业希望利用 5G 提供的机会，因此必须快速
部署。
• 任
 何边缘基础架构都必须适合快速的初始部署，
并且能够根据客户的当前需求合理调整规模。
• 随
随着客户逐渐实现
着客户逐渐实现 5G 的潜力，电信公司还需要扩展
其基础架构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 优
 化的解决方案将支持快速部署和动态配置，让
电信公司能在需求增加时，同步提升其计算能力。
• 电
电信公司应选择适合他们所部署环境的计算解决
信公司应选择适合他们所部署环境的计算解决
方案。
• 理
 想的解决方案应该在设计时充分考虑耐用性，
保证能经受住传统服务器无法承受的恶劣环境
（如多变的温度及灰尘）。
• 它
 还应该能够适应现有基础架构（例如，仅具有
双柱机架的小型数据中心），而无需对 IT 基础架
构进行重大（且昂贵）的全面翻新。

边缘应用领域
•
•
•
•
•
•
•

vCDN
vRAN
电信云
5G 小区处理
网络
功能虚拟化支持
多重接入边缘计算的实现

• 在
在制定部署战略时，电信公司应考虑安全性和远程
制定部署战略时，电信公司应考虑安全性和远程
管理。
• 如
 果其 IT 员工无法定期监视和维护设备，则必须
提供远程监视和修整方案。
• 由
 于传统数据中心战略（如过量配置资源）在边缘
实施时成本高昂，优化的边缘基础架构还应为用户
提供使用数据分析能力的权限，从而提高运营效率
和精确度。

从核心到云再到边缘，Dell EMC
产品组合能提供满足各种需求的
解决方案
iDRAC9 数据中心
全新的 iDRAC9 数据中心许可证可提供遥测流式传
输、BIOS 实时扫描、自动 SSL 证书注册和续订以及增
强的散热管理等功能。
Dell EMC PowerEdge XR2
这款结构紧凑的 Dell EMC PowerEdge XR2 特别为恶劣
的环境而打造，具有耐极端温度和耐冲击的特点，占用
空间也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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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公司在选择边缘技术产品时的 5 大注意事项
要实施这些最佳实践，电信公司需要需要一种兼顾理想的能力、速度、灵活性、耐用性和安全性的计算解决方案。下表展示
了基于英特尔技术的 Dell EMC PowerEdge XE2420 如何满足上述需求。
具有边缘基础架构的电信公司的需求

Dell EMC PowerEdge XE2420 如何满足这些
需求

电信公司能获得的好处

1. 高性能：
高性能：边缘解决方案必须具备足够的加速
器，以支持 5G 网络和物联网应用程序的需求

支持多达四个加速器，可实现卓越性能

借助支持电信应用程序和边缘新服务的高性能解
决方案，以提高 ROI

2. 低延迟：
低延迟：对于 5G 网络连接和物联网技术（例
如用于机器学习和虚拟现实的时间敏感型应用程
序），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
况下快速交付数据

低延迟系统，具有快速联网和高网络吞吐量功能
（1-100 Gbe）

支持带宽匮乏和/或低延迟的应用程序和工作负
载，以便快速交付数据

3. 自动化
自动化/动态配置：
动态配置：电信公司需要一种灵活的解
决方案，它应该能够轻松快速地扩展，从而充分
利用客户对于 5G 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支持多个加速器和高达 92 TB 的存储

随着计算需求的发展演变，添加加速器和存储以
支持电信应用程序和客户服务

4. 耐用性：
耐用性：电信业需要一种稳健可靠的解决方
案，它应该能承受位于边缘位置附近的数据中心
的严苛条件

扩展的工作温度公差（从 5°C 到 40°C）；
可选过滤挡板，以便在多尘环境中保护设备；
及 Network Equipment-Building System (NEBS)
1 级认证

解决方案针对恶劣边缘环境进行了优化，可有效
节约维修和维护成本

5. 安全性：
安全性：电信公司需要能保护数据免受恶意攻
击者的侵袭的解决方案

所有版本的 iDRAC9 均包含硅信任根，新的数据
中心许可证还利用了 BIOS 实时扫描

最大限度地降低设备在边缘遭受入侵的风险，
并确保宝贵数据的安全

此外，电信公司还需要解决方案满足以下条件：
• 远程部署关键服务，不需要 IT 大量参与
• 利用高密度、高适应性的计算解决方案，有效节约能耗和冷却开支并避免成本高昂的 IT 建设工作
• 即使在狭小的环境中也能轻松检修设备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Dell EMC PowerEdge XE2420 提供了低接触式管理功能，如自动 SSL 证书登记和续订、适合狭小空
间和现有 IT 体系结构的较小深度（600 毫米）的外形规格，以及可轻松从正面检修的 I/O 和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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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搭载为边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的优化型
基础架构的优势
随着 5G 网络和物联网驱动型应用程序的兴起，电信公司必
须让网络边缘更贴近客户，从而保证更低的延迟和更高的带
宽。但是要顺利实施这些创新，需要强大的设备来在边缘提
供出色的处理能力、速度、灵活性和安全性。
Dell Technologies 提供了全套的解决方案组合，以满足在
边缘运营的电信公司对计算、网络和存储方面的需求。利
用 Dell EMC PowerEdge XE2420 服务器及 iDRAC9 管理
软件，电信公司可以有效提高投资回报率、降低总拥有成本
并充分保护其重要数据。从边缘到云到核心数据中心，Dell
Technologies 将帮助所有公司茁壮成长。
如需详细了解 Dell Technologies 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的公
司获得优势，请访问：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
zh-cn/servers/specialty-servers/PowerEdge-XE-Servers。

英特尔与 Dell Technologies：
紧密合作，共同打造全面的边缘解决方案
电信组织无法承受降低服务速度和敏捷性的负担 - 他们
需要强大的基础架构性能、坚如磐石的安全性和可靠的
解决方案，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应该能够扩展以满足地
区和全球需求。Dell EMC 和 Intel 提供了电信公司为专
注于部署和扩展其服务而需要的基础架构和合作伙伴关
系。Dell EMC PowerEdge XE2420 体现了从核心到云
再到边缘的持续发展，充分利用 Intel® Xeon® 可扩展处
理器的强大能力，帮助电信公司实施网络转型，并为
5G 革命做好准备。这两种技术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边缘平台。电信公司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提供应用
程序（例如 vCDN 和 vRAN），同时为医疗业和制造业
等行业提供基于 5G 的全新企业服务。

https://innovationatwork.ieee.org/3-key-benefits-of-5g/
https://www.ericsson.com/en/mobil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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